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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力推下，全社会有望形成共同参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的氛

围，进一步提高我国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利用水平。

2020年3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

能源局联合印发了《省级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保障实施方案编制大纲的通

知》（以下简称《大纲》），这是继

去年5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之后的又一个推动可

再生能源发展、保障可再生能源电力

消纳的政策文件。该《大纲》规定了

省级行政区域内承担可再生能源电力

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明确了消纳责

任的履行、考核、任务分工等内容，

将推进我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机制

尽快落地。

政策体系渐成
近年来，在能源革命战略的指引

下，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

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

电装机容量达7.94亿千瓦，较2015年

年底增长了65.4%；2019年，全国可

再生能源发电量达2.04万亿千瓦时，

较2015年增长了50%。为促进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纳，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

施，弃电量、弃电率逐步下降。2019

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弃电量约515亿千

瓦时，同比下降约395亿千瓦时。“三

弃”（弃风、弃光、弃水）现象虽有

所好转，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2019

年“三弃”总量相当于舍弃了超过1/2

个三峡电站的发电量（2019年三峡电

站发电量为969亿千瓦时），消纳仍有

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且随着可再生能

源渗透率的提高，电力消纳压力将进

一步凸显。随着未来几年可再生能源

平价上网的推广和财政补贴的退出，

如何从机制上保证可再生能源稳定发

展面临很大挑战。

为解决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问

题，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加以

引导。2019年5月，国家发改委印发

《通知》，明确了按照“规划导向，

分区设定”的原则来确定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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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权重，即可再生能源电量占全社会

用电量的比重要达到多少，并且根据

重大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和输电通道

建设情况按年度动态调整。省级能源

主管部门按照“区域统筹，保障落

实”的原则，将所需消纳的可再生能

源电量分解至省内的供售电公司和电

力用户，并监督考核完成情况。今年3

月发布的《大纲》进一步明确了管理

机制和任务分工，并为省级能源主管

部门编制本地区的具体实施方案提供

了参考模板。《通知》明确了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整体思路，

《大纲》推动了保障机制的落地实

施，两个文件一脉相承，共同建立了

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的机制，有

利于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推动可再

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为能源转型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如何履行涉及多方
《通知》和《大纲》共同确立的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可以从

市场主体的划分、消纳责任权重的分

配、消纳责任的履行方式以及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纳的组织四个方面来分

析。

从承担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

的市场主体来看，可以分为两类。第

一类是供售电企业，主要包含省级电

目前仍有大量跨年度的存量

绿证尚未交易，而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是按年

度考核的，并且不同省份、

不同类型可再生能源发电企

业 的 绿 证 价 格 存 在 较 大 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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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企业、省属地方电网企业、各类直

接向电力用户供（售）电的企业、独

立售电公司以及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

售电公司。无论是电网企业，还是售

电企业，都是承担一个批发转零售的

角色，并不直接消耗电力。但是接受

它们服务的电力零售用户并没有能力

选择自己所用电量的电源构成，所以

由第一类市场主体代表电力零售用户

通过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来完成消纳

责任。第二类是有选择权的电力用

户，主要包含通过电力批发市场购电

的电力用户和拥有自备电厂的企业，

这类市场主体有能力自己选择用电来

源，从而可以主动地完成消纳责任。

这两类市场主体的划分，既考虑了我

国当前电力体制的实际情况，同时也

实现了由全社会电力用户共同承担可

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的责任，体现了消

纳机制的公平性。

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的权

重分配来看，包括两个指标和两个层

面。两个指标是指“可再生能源发电

总量消纳责任权重”和“非水电可再

生能源发电消纳责任权重”，分别对

全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和非水电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进行考核。主

要是考虑到水电发电量受不同年份来

水影响波动较大，分两个指标进行考

核可以避免对风电、太阳能发电等电

力消纳造成影响。两个层面是指省级

总量和省内分解两个层面，首先确定

省级层面的消纳责任权重，然后再在

省内各个市场主体之间进行分配。省

级消纳责任权重主要是国务院主管部

门、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根据各省自

发、净输入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和全社

会用电量共同确定。各省级能源主管

部门，根据市场主体的实际售电量或

用电量，将省级责任权重在市场主体

之间进行分配。从《大纲》给出的方

案编制模板来看，各省级能源主管部

门可以对省内电网企业、售电企业、

通过电力市场购电的用户以及拥有自

备电厂的企业制定不同的消纳责任权

重。因为不同市场主体购买可再生能

源电力的能力有所不同，例如电网企

业由于承担着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保

障性年利用小时数内发电量的责任，

而通过市场化购电的用电企业只能购

买可再生能源保障性收购电量以外的

市场交易电量，有可能导致不同市场

主体承担不同的消纳责任权重。当

然，实际情况还需各省级能源主管部

门结合自身特点在本省的实施方案中

加以明确。

从市场主体完成可再生能源电力

消纳量的途径来看，可以分为两种方

式。第一种为直接消费可再生能源电

力的方式，包括直接购买可再生能源

电力和自发自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按

照实际交易结算电量和自发自用电量

计入市场主体的消纳量。第二种为间

接购买等价物的方式，包括购买其他

市场主体的超额消纳量或者可再生能

源发电企业的绿证，交易后的超额消

纳量或绿证对应的电量计入购买方的

消纳量。将可再生能源与绿证交易进

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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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交易以及超额消

纳量的交易，绿证交易机构则负责组

织绿证的交易。除电网企业外的售电

企业、有选择权的用电企业等作为承

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负责在交易

机构按照规定注册账户并履行消纳责

任。而电网企业除了履行消纳责任

外，还承担着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经营

区内市场主体完成消纳责任权重的任

务。这里的组织任务包括了对经营区

内承担消纳责任权重的市场主体的用

（售）电量进行准确计量和上报，以

及对于全额保障性收购的可再生能源

电量，扣除非经营性用户用电和非市

场化用电量对应的消纳责任后，剩余

部分在经营区内市场主体之间进行分

配等工作。

更需统筹完善
《通知》和《大纲》的出台，明

确了政府、交易机构、电网企业、售

电公司以及电力用户在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纳机制中的具体责任，有望形成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

纳氛围，提高我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利

用水平，有力推动我国能源结构转

型。但是相关机制在落实过程中仍面

临一些挑战，建议在执行过程中进一

步明确和完善，确保可再生能源发电

消纳机制落地、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有序。

一是进一步明确可再生能源电力

消纳与绿证交易的衔接机制。目前仍

有大量跨年度的存量绿证尚未交易，

行衔接，是此《大纲》关于可再生能

源消纳保障机制的一大亮点，可以有

效推动绿证交易制度的实施。虽然早

在2017年国家就出台了绿证交易制

度，但是由于此前一直是自愿购买，

没有强制性约束，根据绿证认购平台

（http://www.greenenergy.org.

cn/）数据计算,绿证的交易量仅占

核发量的0.14%，远未形成规模化市

场。此《大纲》明确提出，市场主体

可以通过购买绿证来抵消未能完成的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以绿证为纽

带将可再生能源电力约束性消纳与可

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联系起来，有望激

发绿证交易市场，帮助可再生能源发

电企业回流资金。根据《关于促进非

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自2021年1月1日起，可再生能

源发电企业将全面通过绿证交易获得

收入替代财政补贴。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购买绿证和购买其他市场主体的

超额消纳量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方

式，因此超额消纳量和绿证两者的交

易价格会实现一种动态平衡。而且随

着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逐步下

降，绿证价格也将逐步走低。

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的组织来

看，主要涉及能源主管部门、交易机

构、企业三类机构。国务院能源主管

部门负责确定并考核各省的消纳责任

权重，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负责本省省

内市场主体消纳责任权重的分配、考

核以及对可再生能源消纳保障机制的

落实进行监督。电力交易机构负责组

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是按

年度考核的，并且不同省份、不同类

型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绿证价格存

在较大差异，截至2020年4月，网上

挂牌的绿证价格为128.6~872.8元。建

议国家明确两类市场主体能否购买跨

年度的绿证来抵消当年的消纳量，以

及购买绿证的方式和途径，并研究合

理机制确保绿证价格处于合理区间，

确保各方收益平衡合理。

二是进一步加强可再生能源发电

与配套电网及灵活性资源的统筹规

划。各省可再生能源发电消纳责任权

重的确定与本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消纳能力、输送通道能力密切相关，

为保证消纳责任权重合理完成，建议

各省在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同时，

应协调好配套电网送出工程的建设和

灵活性资源的开发，通过火电机组灵

活性改造、增加燃气电站、用户侧储

能等方式，提升本地区可再生能源消

纳能力。

三是进一步完善电力市场建设，

丰富电力市场交易手段。除了少部分

具有自发自用能力的电力用户外，市

场主体完成消纳任务的主要手段就是

通过电力市场购入可再生能源电力或

绿证。建议逐步完善电力市场交易机

制，丰富交易品种，发挥消费端市场

主体的消纳能力，利用市场化手段提

高可再生能源发电利用率。

（作者均供职于国网能源研究院）




